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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去洞庭》里，你写了好几
组人物，他们代表着社会不同的阶层，
怀揣着各自的困惑、梦想与失落。有人
说忠于内心的写作往往没有市场，但迎
合读者趣味的小说自己又不屑于去
写。现实中，你也有过这样的纠结吗？

郑小驴：我没这种纠结，写作只需
忠于自己内心，忠于艺术的感知能
力。我相信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
市场和艺术之间，一定存在一个最大
公约数。《去洞庭》是一部无限“敞开”
的小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取决于读者自身的审美和素质，普
通读者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曲折的
故事，而经验读者能看到作家在语言、
细节、意象、隐喻、结构上的良苦用心。

记者：你说你希望在35岁前有一
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去洞庭》算得
上你说的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吗？

郑小驴：就长篇小说而言，《去洞
庭》是我最满意的小说。这部小说虽
然字数不多，但小说的密度、空间、质
感和宽广度上，动用了我这些年所有

的小说经验。
记者：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

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
普遍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拥有独
特的个人经验吗？

郑小驴：这也许不单是中国当代
青年作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青年
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独特的个人经
验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拥有一部分别人无法企及的经验，但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奥康纳揶揄
海明威的个人经验就是明证。

记者：身为文学编辑，能给你的写
作提供滋养吗？

郑小驴：文学编辑是作家一心想
要逃离又忍不住回眸的职业。很多作
家都从事过编辑、记者的行当，某种程
度上而言，它对写作有着积极意义，至
少它保证你始终处在文学场，坏处是
靠得太近，偶尔能闻到一股浑浊的气
息。我喜欢对文学圈保持警惕和一定
距离的作家，像村上春树、塞林格、海
明威、残雪、阿乙，他们的写作态度，对

我是一种很好的示范。
记者：你给年轻作家一点关于文

学创作的建议？
郑小驴：小说家是全身长满触角

的人，他感知世界的方式并不需要自
身去经历，只需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当
然丰富的生活经验也能给写作带来源
源不断的补充。现实的灵感、经验是
小说家的指纹，但聪明的小说家不会
将指纹按在纸上，最后变成读者的“呈
堂证供”。从这方面讲，岳廉、史谦也
许有一点点现实的原型，但他们早已
在小说中脱胎换骨，走出了现实的阴
影。写作是一种虚构，这是写小说给
我最大的乐趣和动力所在。

记者：分享一下你最近在读的作
家或者作品？

郑小驴：正在读塞林格的《摩西，
把房梁抬高》，安妮·普鲁的《船讯》，麦
克尤恩的《赎罪》，本雅明的《单向街》，
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都筑
响一的《东京风格》。我的阅读都是交
叉进行的。

访谈

《去洞庭》频上好书榜，85后作家郑小驴畅谈创作经验——

长满触角吸纳“众声喧哗”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长篇小说《去洞
庭》成为国内文坛近
期聚焦的热点之一。
作品今年4月一经出
版即好评如潮，频上
好书榜。作者系生
活在海南的85后作
家郑小驴。

6月23日，郑小
驴携《去洞庭》在北
京 举 行 新 书 分 享
会。作家阿乙、中国
人民大学文学院教
授梁鸿、青年作家文
珍、文学评论家季亚
娅到场，与郑小驴畅
谈85后作家的写作
经验。

《去洞庭》是郑
小驴写得最复杂、完
成度最高的一部作
品。距离他上一本长
篇小说出版已经 6
年。《去洞庭》的完成，
也让他完成了在35
岁前有一部能称得上
代表作的愿望。

近日，郑小驴携
新作接受了海南日报
记者专访。

记者：写作《去洞庭》的灵感来源
是什么？

郑小驴：写《去洞庭》之前，我开始
有意识地收集写作素材，前后有两三
年时间吧，正如我以前说到的，“在北
京，我身上长满各种触角，每天都在吸
收不同的声音。”《去洞庭》呈现出来的
纵深感和空间感，正是得益于这些“众
声喧哗”，让小说始终游走于这片广袤
的热土上。

记者：分享一下《去洞庭》的写作
状况？在写作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写
一半写不下去的情况？

郑小驴：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场艰
苦的马拉松，写到一半进行不下去，都
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去洞庭》前部分是
在北京完成的，2017年8月份回到海南

完成下半部分。整个八月，我心无旁
骛，家里断网，也无电视、汽车、朋友，在
一种隔绝的氛围中写作。彻底沉浸在
叙述的快感中。那段时间，脑海终日浮
现出小说中各色人等。像耐心描绘一
组人物工笔画，随着写作的深入，人物
逐渐血肉丰满，面目清晰，神情各异，最
后竟有了自己的声音和腔调。与其说
是塑造了他们，不如说是在他们“胁迫”
下完稿。定稿的时候，已是冬天，我参
加了海口马拉松，在极度的亢奋与疲惫
中，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小说职业者，我
跑完了最后一步。无谓欢欣或喜悦，也
无谓收获或成功，总之是完成了，作为
小说写作者，我体验到了某种沉甸甸的
踏实感。

记者：你在《去洞庭》的创作过程

中有哪些思考？
郑小驴：评论家项静认为，《去洞

庭》预演了六度空间理论，通过六个人
物通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就
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全部生活的基本样
貌，也是人生全部的容颜，爱与厌倦、
衰老、残酷、失败、仓皇、善意、逃离，它
意指着一个云遮雾绕无限复杂的世
界，并在其中掺杂刺痛人心的冰渣。

生活在这样复杂多变、暗流涌动的年
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认清自己，看
透世间本质，然而也避免不了被云雾遮
眼，最终成为“制造云雾的人”。我相信
《去洞庭》里的这些故事和遭遇，正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漩涡，或被礁石拍碎的
瞬间，它们与我们的现实处境血脉相连，
心灵共鸣，从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去洞庭》的故事是生活中常见的漩涡

篇幅不长却动用了这些年所有的小说经验

少儿科普出版
不能浮躁跟风
■ 梁艳萍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对2019年全国561家图书
出版单位报送的20多万种选题进行了分析。其中
图画书原创、儿童文学原创选题大大增多，少儿科
普原创选题增长尤为明显。经分析，少儿科普原创
选题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原创少儿科普图书开始建
构不同年龄阶段的产品，定位日臻明确；二是编写
内容越来越重视趣味性、互动性，大大提高了少儿
科普图书的阅读魅力；三是融媒体、微视频等技术
的运用，推动了原创少儿科普图书的发展。

从整体形势看，我国原创少儿科普图书整体
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与不足。

国内经常盘踞前20名的科普图书中原创科
普图书不超过3本，市场码洋仅占科普图书总码
洋的30%。依照2019年前5个月的数据，排名最
靠前的《三体》也仅是第五名，排在前四名的科普
图书均为引进版。

以上数据说明，目前引进版少儿科普图书仍占
据主导地位，国内原创科普图书和引进版仍然存在着
较大的差距。在当当网2019年童书畅销书排行榜销
量前20名中，只有3本（套）书是2018年出版的，其余
都是出版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老书，一套2014年出
版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仍然占据着畅销书排行
榜的首位。产生这种现象主要由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创作者和策划人缺位。
目前，国内从事少儿科普创作的专业人士缺

乏，很多科普作者来自科研单位或高校，科研任务
重，事务性工作多，而且科普创作对评职称没有帮
助，也不计入业绩考核，导致有能力创作的科研工
作者对创作的积极性不高。再者专业人士基本长
期扎根在科研项目上，如果没有大量的普及实践，
很难走近孩子，尤其是低学龄和学龄前的孩子。
策划人与创作者、与孩子之间的相关互动不够，导
致国内原创科普图书在讲故事的能力上较弱。

二、跟风出版多。
我们看到，无论少儿科普图书的内容，还是装

帧设计，甚至丛书名都大同小异，或者图画的风格
少许变动，开本、定价等因素等加以改变。例如

《写给中国儿童的中国地理》是少儿科普中经典类
畅销图书，但在图书市场上不难发现类似名称的
图书不下几十种，其内容相同，质量却参差不齐，
从而导致了原书的销量大幅度下滑。

和引进版图书相比，做原创图书，需要编辑和
作者用心来打磨，也需要出版社耐心等待。但是
现在大多出版社考核机制要求当年出效益，编辑
没有时间认真研究选题的精髓，更没有时间精心
打磨，而是盲目追求一时经济效益，关注短期社会
热点，市场上有什么、什么火就跟风出什么；另一
方面，许多出版社把目光投向少数一流的作者，不
愿意投放精力去开发新作者。在这种快而短的模
式下是很难出精品的。

编辑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甄选的能力。大多
数人认为少儿图书出版门槛低，容易介入，不需要
太专业的知识和编辑能力。一些文化公司和出版
社缺乏少儿图书出版的经验，但也纷纷加入到这一
洪流中，致使少儿科普图书编辑存在着经验不足、
专业不对口和知识性匮乏等现象。少儿教育关系
到祖国的未来，童书编辑需要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
养和基于强烈责任心的图书策划能力、营销能力。

三、缺少趣味性和创新性。
从当前的出版情况来看，国内有些少儿科普

图书的说教性大于趣味性，可读性差、缺少交互
性。这就要求我们国内科普策划人普及科学要落
实到社会生活实践中。策划图书时，要深入孩子，
了解孩子的需要，寻找孩子们的兴趣点，更要唤醒
作者自己的“童心”，这样才能讲好故事。

笔者建议，出版社应该立足当下，认真分析少
儿科普图书市场，挖掘本土优质科普读物资源，调
动知名科学家和学者，进一步打造优质原创双效合
一的少儿科普图书。真正做到，在策划上，从读者
角度寻找适合的内容；在装帧制作上，兼顾实用性
和美观；在营销上，挖掘内地潜在市场，扩大阅读
人群；推进走出去战略，让我国原创少儿科普图书
的整体发展不仅有量的积累，更有质的飞跃。

（据《中国文化报》）

■ 本报记者 杜颖

他，来自法国，11岁便开始学习
中文，从小便立下誓言要成为一个与
众不同的人。2000年来到中国，开始
坚持用中文创作原创曲，他说自己是
一名带有中国艺术特色的法国人，他
的名字叫戴亮（Dantès）。

她，来自中国安徽，6岁起学习音
乐，精通6门乐器，歌声空灵清澈，可以
在歌剧、戏曲、现代唱法之间自由变换，
她被很多乐评人称赞是一名很有天赋
的表演者，她的名字叫任馥夏（Eva）。

中法音乐的交汇，11年前，一个美好
的夏天，他们相遇相识并成为一支音乐组
合。在6月26日晚海口骑楼老街方外空
间小剧场里，这对可爱的组合与粉丝们见
面，也带来了一场很纯粹的听觉享受。

音乐是戴亮和任馥夏两人共同合
作的11年里牵系彼此的纽带，不同的
文化背景，相同的国外生活体验，塑造
成了有明显个性特质的组合。用音乐
作品传播国际文化，在他们的眼睛里，音
乐是一片没有地域、语言边界的乐园。

任馥夏 6 岁开始学习音乐，18
岁的时候，任馥夏带着清脆美好的

歌声，以及对艺术交流的爱，还有一
片真挚纯粹的好奇心，从上海飞往
伦敦，开启了她真正的音乐职业生
涯。同一时期，来自法国里昂的戴亮
来到了中国，踏入了上海音乐学院。
小有名气的他，个人单曲《两千年来到
中国》已经在电视频道播出，凭着独特
的风格和对音乐创作的笃定，作为原
创歌手的戴亮展露着别样的光芒。在
校园内各自发光的两人，也都逐渐从
别人的口中听说过彼此。任馥夏说，
有一次，她发信息给戴亮，邀请他一起
去参加江西省的演出，戴亮欣然赴约，
初次见面时，他们对音乐的热爱，消除
了文化背景不同的隔阂，拉近了彼此
的距离。再次联袂演出是几年后了，
在馥夏的家乡安徽芜湖，她再次邀请
戴亮作为自己的演出嘉宾，两人的合
作越发熟络并一直延续着。

2014年，馥夏来到海口定居，戴
亮则回到了法国。在海南这座充满机
遇的美丽小岛，馥夏一直在寻找打造

国际化海南音乐文化的契机，戴亮也
提议馥夏可以举行一些国际型的音乐
节，比如法国夏至音乐节。

2017年，任馥夏和戴亮共同创作
了 两 首 单 曲 EP 《 I know you
know 》（《我懂你懂》）和博鳌主题歌
曲《Forever in Boao》（《永远的博
鳌》），表达他们对音乐、对博鳌和对中
法文化的热爱。

自2017年作品发行以来，国内主
流音乐平台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等全部上架，被网易云音
乐于2018年10月推荐于平台主页推荐
音乐人专区。在接受采访时，这对组合
用不同的语言对记者表达着同样的思
量：“我们认识已有11年了，对音乐人来
说这是宝贵的11年，是人生发展方向
由不确定性走向坚定性的11年，很幸
运地经历这十年的磨砺，我们仍然能够
在一起，在共同热爱的行业内发展，每
一张唱片的背后，汇聚着深厚的跨国友
情及对音乐艺术事业的坚持。”

1936年6月30日，在世界文坛一直享有尊贵
地位的经典小说《飘》（电影《乱世佳人》）发表。小
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前夕。
生活在南方的少女郝思嘉从小深受南方文化传统
的熏陶，可在她的血液里却流淌着野性的叛逆因
素。随着战火的蔓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郝思嘉
的叛逆个性越来越丰满，越鲜明，在一系列的的挫
折中她改造了自我，改变了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
命运，成为时代时势造就的新女性的形象。

作品在描绘人物生活与爱情的同时，勾勒出
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次的异同，具
有浓厚的史诗风格，堪称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
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历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小说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是美国现代著名
女作家，1900年11月8日出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
兰大，曾获文学博士学位，担任过《亚特兰大新闻
报》的记者。1937年她因长篇小说《飘》获得普利
策奖，1939年获纽约南方协会金质奖章。1949
年，她在车祸中罹难。她短暂的一生并未留下太
多的作品，但只一部《飘》足以奠定她在世界文学
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杨道 辑）

评弹

文化日历

小说《飘》问世
中法流行音乐组合为海口带来别样动感音符

那时花开正夏

作者：郑小驴
版本：北京出版集团 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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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一个复仇的
三角恋故事，五个人的去洞
庭之旅，强剧情、强节奏，同
时具有人性的深度、时代的
厚度和纯文学的美，将东野
圭吾般的离奇故事和非线性
叙事相结合，成为文字版《低
俗小说》，小说版《撞车》。

本名郑朋，笔名郑小驴，《天涯》
杂志编辑。1986年生于湖南隆回。
著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少儿
不宜》《蚁王》《消失的女儿》等，长篇
小说《西洲曲》《去洞庭》。曾获《上
海文学》佳作奖、湖南青年文学奖、
毛泽东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
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
中篇小说奖、南海文艺奖等多种奖
项。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日语。中
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硕士。

郑小驴档案

《去洞庭》

6月26日晚，中法流行音乐组合戴亮任馥夏在海口骑楼老街演出。
本报记者 杜颖 摄


